
小雪的窝：我有轻微口
吃，一紧张就不停地重复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元旦
公司要开年会，我得上台做
部门总结报告，我害怕出
丑，想让领导换人，可又担
心对工作不利，有点为难。

艾乔：建议你多阅读，
用朗诵的方式一字一句大
声读出来，脑子里要储备足
够多的词语，说话才不会词
穷。另外，要有良好的心理
暗示，时刻提醒自己说话放
慢语速，而且正视自己的口
吃，它就和脸上的小雀斑一
样，没什么丢人的。

明月心：我结婚六年，
大宝五岁，二宝十四个月。
我特别讨厌烟味，从恋爱开
始就让老公戒烟，除了在我
怀孕期间他有所收敛，至今
也改不掉这个恶习。为戒烟
我俩没少争吵，甚至动手，
我想用离婚威胁他戒掉烟，
这个办法可行吗？

艾乔：你首先要想好，
万一他同意离婚，你离吗？
恋爱期间没有戒掉烟，为什
么你能容忍？你处理问题可
紧可松，对方自然觉得无所
谓。怀孕、生子、养育孩子，
占据了你结婚六年的主要
时间，你根本没精力经营夫
妻关系，所以才用放大镜的
心态针对戒烟这件事，吸烟
有危害，但并未触犯婚姻原
则的大忌。当务之急，和丈
夫沟通情感，正确引导他戒
烟，而不是用愚蠢的威胁来
达到目的。

暖冬茶香：和前男友相
处三个月，他为我花费一万
多，其中有一条价格不菲的
钻石项链和一块表。分手的
原因是他嫌我“公主病”，他
常说：“我都给你钱了，干吗
还那么多事？”他为什么分
手如此决绝，他给我的东西
有必要归还吗？

艾乔：你前男友既不懂
女人的心，也隐隐包含了对
女性的不尊重，他认为钱能
摆平一切。再说你，女孩子不
要有“公主病”，有些男人是
不娇惯女人的。三个月给你
花这么多钱，相当烫手的，一
定要还给前男友，这关乎你
的自尊，再者，别因为钱而发
生不可预知的事。

清韵幽寒：我是初婚，
丈夫再婚，九岁的女儿归他
抚养。当初婆婆说得很明确，
孙女由她来管，我们只需掏
抚养费就成。婚后我生了一
对双胞胎，婆婆也变卦了，把
大女儿送回了我家。丈夫对
此事不闻不问，我觉得他们
合起伙来骗我，早知这样，我
是不会和他结婚的。

艾乔：作为成年人，婚
前就应该明白你的丈夫必
须得抚养他的女儿，不管老
人说过什么，她都没有抚养
孩子的义务，不存在谁骗
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三
个孩子要一视同仁，做个善
良的妈妈，人心过于自私凉
薄，你很难得到幸福。

我是济南本地人，老公是菏泽
人，我俩都是独生子，从未想过仅仅
因为生活在省城，会有那么多亲戚
间往来的繁琐。说实话，我不是不容
人的小心眼，我在次卧放了一张大
床，柜子里有新被褥、新床单，想的
就是公婆来这里居住方便，或老公
的亲友突然来访也可应急。我想象
的亲戚走动应该是有礼貌有节制
的，好比我这边的亲戚，一般是有事
来家坐坐，或逢年过节的聚会，哪像
老公的亲戚，直接“闯进”我们最私
密的空间。

老公的堂妹从老家来济南打
工，女孩子在外不容易，我经常请她
来家吃饭改善生活。时间一长问题
来了，堂妹下班后无事可做，来我家
串门成了她固定的消遣。她骑电动
车顶多二十分钟到我家，一开始只
在周末过来，渐渐发展到两三天来
一次，最多的一周她来我家四次。堂
妹每次来要坐两三个小时，我们得
陪她聊天、看电视。若是夏天，闲坐
的时间更长。有一次，老公第二天要
赶早班飞机出差，堂妹明明听见老
公告诉我把闹钟设定在凌晨四点，
但她照样坐着纹丝不动，追完她的
雷剧才起身要走，为了安全，老公还
得把她送到家，回来已经十点半了。

尤其在我怀孕后，上一天班非
常疲倦，就盼着晚上回到家彻底放
松。可堂妹根本看不出眉眼高低，纵
使因为我强烈的孕吐虚弱到要老公
搀着才能站起来，她依旧如故，坐到
多晚都不觉得是个事。我真崩溃了，
晚上一到那个点就莫名发憷，接到
堂妹的电话，我还得加快吃饭的速
度。老公也看不下去了，没办法，我
俩下了班直接回娘家。后来，堂妹恋

爱也有了自己忙乱的小家，才慢慢
结束了她爱串门的习惯。

比起堂妹的串门，那些来家居
住的亲戚更令我头疼。老公大姑的
外孙女来济南做近视眼矫正手术，
这个手术无需住院，因为两天后要
复查，自然要住在我家了。大姑带着
外孙女在我家住了八天，我的神经
每天都处于紧绷状态，我换衣服或
正在洗澡时，大姑猛地推门进来，面
对我惊讶的反应，她很不理解，“都
是女人，你怕什么？”那个爱美的小
女孩，喜欢拧开梳妆台上的瓶瓶罐
罐，挨个“染指”一遍。

今年国庆节，公公一个远房亲
戚的儿子刚结婚，要带着新婚妻子
来济南游玩四五天，公公在电话里
万般叮嘱，让我们尽心招待。我受不
了了，问老公，“这些你都说不清辈
分的七大姑八大姨，为什么也要来
我们家，他们住宾馆不可以吗?如果
你不在省城生活，他们是不是永远
不来济南？”“我爸开了口，也不好驳
面子。”老公吭哧半天才回答我。是
啊，不能让老公为难，更不能让公婆
为难，我只能憋屈自己了。

那几天，家里忙碌凌乱，最让我
难以忍受的是卫生间满地的发丝、
马桶坐垫上的痕迹、贴身浴巾披到
了那两口子身上。我真想把卫生间
拆了，实在受不了如此隐私的空间
沾有别人身体的气息，堵得我心里
异常难受。

我去青岛看望姨妈，从来都是
住宾馆，一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再
者住别人家，自己也倍感拘谨。是我
个性“独”，还是对别人的要求过高？
我不希望因为亲戚们的侵扰，影响
到我和老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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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开篇我先作一个说明，这个
小人国不是我故弄玄虚想出来的，而
是套用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的
话，意思是相对于成人而言的孩子们。
那么，另一个意思也就很好理解了，那
就是儿童的世界里，那些像成人的孩
子们。

绕来绕去，也是一时好玩，毕竟我
不是教育家，也不想凭一己之念，胡乱
给孩子们贴标签，正如我之前采访过
的一位儿童心理学家所说，“你能说土
豆和苹果，哪一个更好吗？”但山东的方
言确确实实有“小大人”这么一说，可
见，这样的事实由来已久。

为什么会劳心费力想写一写“小
大人们”？也是源于我家小C和她的朋
友们遇到的烦恼，他们几个孩子当中，
有“开心果”，有“小白兔”，有“小馋猫”，
有“小花狗”，都是孩子们自己起的外
号，“猫”啊“狗”啊，见面叫得亲亲热热，
我倒从不干涉。

但是，他们的朋友里有一位严肃
的“小大人”，这个孩子动辄以成人的语
气呵斥他们，“给别人取外号没礼貌！”
或者，要挟大家一致冷落某一个孩子，

“都不许和她玩！”最可怜的是那位“小
馋猫”，被“小大人”声色俱厉批评，“爱

吃零食是坏习惯！就你贪吃！”
老实说，“小大人”说的都没错，在

周围家长看来，这个孩子特别有礼貌，
特别懂事，甚至特别有眼色！平常，我们
很多家长，不也是这么教育家里的孩
子吗？“要有礼貌”，“不要吃那么多零
食！”“某某孩子太调皮捣蛋，你少和他
玩！”

可是即便如此，“小大人”也遭到了
孩子们一致的反抗，小C的一位朋友马
上要过生日了，心直口快的小姑娘直
接就说，“我过生日不想邀请某某，她老
管我，她又不是我妈妈！”小C也很烦
恼，因为“小大人”也一再板着脸批评她

“不机灵！”
我这个做妈妈的听了，也是哭笑

不得，几岁的孩子，也有一堆的烦恼，
但我相信他们自己能处理好，所以，
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打算自作聪明，
发表我的高见。倒是小朋友们的妈妈
们七嘴八舌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让我又想起了另一个像“小大人”的
孩子。

有一个妈妈说，她孩子的班里，
有一个特别模范的孩子，一举一动像
个“小大人”，老师们呢，也成天拿这
个孩子举例子，要求别的孩子，“你看

看人家某某的坐姿！”“某某的作业你们
好好学学！”那个孩子我也认识，从小就
一副大人的老成模样，别的孩子会一起
疯跑，一起闹着玩，只有她，懂事得让人
心疼。

还是借用陈鹤琴老先生的话吧，他
说，我们应当尊敬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
烂漫天真。陈鹤琴老先生是留美硕士，创
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本土幼儿
园——— 南京鼓楼幼稚园，是现代儿童教育
的先驱。老先生的很多教育理念，到现在
我们看了都为之汗颜！

“小大人”的孩子，不是说她不好，而
是发自内心地疼惜他们，那么小就失掉了
烂漫和天真！也近乎是失去了童年一半的
色彩！他们过早地融入了成人的世界，按
成人的标准去说，去做，去想，也就过早地
失去了孩子们应有的无限可能。

陈鹤琴老先生主张“活教育”，首先
就是“凡是儿童自己能想的，让他自己
去想”；“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让他自
己去做。”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
个体，它完全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天
性，长成一株土豆或一株苹果，而不是
成人的翻版。

最后，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按照他们
自己内心的愿望，朝气蓬勃地成长！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电梯空间距离，美国行为学家朱利法斯特研究发现，在电梯里，当与陌生人的距离小于
60厘米时，人们会自觉想离他人更远，比如躲到角落，或尽量站直，以免碰触到别人。家和电梯一样，都属于狭小
封闭的环境，人一多，再加上生活细节的干扰，私密的空间距离已被挤占，自然会产生心理上的各种烦乱。

景羽的困惑是诸多家庭面临的现状，因此，不能用对与错去评价当事人或亲戚，这其中的确有文化差异、成
长背景的不同。就好比西方人的拥抱礼、亲吻礼，若是放在国人身上便是羞涩的尴尬，所以这就是某些亲戚并不
认为“我来你家”是种打扰。

亲戚是伴侣身后的亲情纽带，无论谁都不可能斩断，当我们无法改变固有的常态时，唯有改变的就是自己
的心境。亲戚来访毕竟不是天天，最好带着礼貌和尊敬去招待，若是有过分无理的要求，也要懂得拒绝。面对亲
戚来访，夫妻间要多沟通，多包容，推己及人，多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也会淡化烦恼，毕竟家庭的和谐
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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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问艾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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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教育孩子之难，难在我们自己并不懂教育，却一味去要
求孩子天天向上。哪有自己不学习，却逼着孩子去学习的道理呢？想要孩子成长，我们自
己首先需要成长为最好的自己。愿我们一起陪孩子长大……

陪孩子
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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